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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 家長建議 校方回饋 

一年級 學校操場四周的遊樂設施有些老

舊，希望能更新。綠樹生態區角
落陰暗有點恐怖。 

總務處：本校哈哈樂園及操場

旁體適能遊具已經於開學前完
成更新。校園死角區域皆安排

保全人員與導護定期巡視，確

保學童安全。 
 

一年級 是否能利用假日有機會可以到教

室參觀？ 

總務處：本校依據教育局防疫

指引，目前暫停開放家長入

校，請見諒。 

一年級 對於新生，有些家長也是第一位

小孩上小學，未能進校園看環

境，建議可以提供平面圖讓家長
跟學生了解學校環境，像是各處

室，圖書館位置之類。 

 

教務處:一年級老師會幫學生做

定向輔導，帶著學生直接到校

長室、各處室及其他需要熟悉
的環境，讓學生能了解學校環

境與融入校園生活中。 

一年級 如果可以，除了課堂既定的課本
教材之外，希望各學科老師能多

提供課外的讀物的選擇或加強的

教材，不過是國內或者國外，讓
孩子能拓展更寬廣的學習視野，

兼併深度及厚度。 

教務處:每班都有班級書車，提
供多元讀本與共讀文本，讓學

生有機會接觸不同領域或跨領

域的學習。一年級學生的學習
以生活經驗出發，經過橋樑書

階段，逐步加深加廣學習。 

一年級 建議社團課可以再多開些名額。 學務處：目前已開設 38個班次,
總服務人次近 570人。因場地有

限，且須兼顧雨天之備用場

地，故暫時無法增開新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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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 家長建議 校方回饋 

一年級 家長日可以的話竟量不要排在晚

上😊 

輔導室：謝謝您的寶貴意見！

今年因疫情與連假的原因改為
晚上。本校學校日通常訂於開

學第二週的週六上午。學校日

以親師溝通對話為主，面對面
溝通比較有助於解決學習問

題。對未來會配合教育局新學

年度行事曆公布，盡早擬訂校
內各項重要活動行事並公告

之。 

二年級  目前數學教育重理解題目，但有
時過猶不及，有時題目像只是為

了達到讓人 Comfused 或迷惑的作

用，來假裝是給小朋友提升「理
解」，會不會造成未來小朋友習

慣性在表達上，也要拐彎抹角或

是無法有效率的傳達想法！？ 

教務處:閱讀理解與文本識讀是

PISA和 PIRLS 等國際閱讀素養

指標，閱讀素養的提升，有助

於學生在各領域的文本理解，

包括對數學應用題題目的判

讀，當學生真正理解文本或題

幹的意涵時，就能有效回答問

題。 

二年級 線上操作同步連線人數多，不知

其他家長是否也有此狀況。 

教務處:許多班級以多人線上同

步連線會議的方式進行親師互

動溝通，大致上都沒問題。  

 

二年級 好像沒有英情課程的分享，有點

可惜。 

教務處:資料組已經確認影片可

正常撥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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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 家長建議 校方回饋 

二年級 念同校的幼兒園和國小的兄弟姐

妹因為會議時間相同，比較無法

兼顧會議內容。 

輔導室：謝謝您的寶貴意見！

今年因疫情與連假的原因改為

晚上。本校學校日通常訂於開

學第二週的週六上午。學校日

以親師溝通對話為主，面對面
溝通比較有助於解決學習問

題。對未來會配合教育局新學

年度行事曆公布，盡早擬訂校
內各項重要活動行事並公告

之。 

三年級 聽說地下室桌球室沒有冷氣，電

風扇好像 2-3台都壞掉，且地下

室空氣比較悶熱，小孩都滿頭大

汗，希望學校可以改善運動的環

境，謝謝！ 

學務處：桌球室對外氣窗設有

強力抽排風機，因此空氣循環

尚稱良好；惟天花板電扇因會

影響小球的穩定，所以無法在

練習時開啟。 

三年級 只有英情課影片因回音聽不清

楚，其他都很棒喔！ 

教務處:資料組已經確認影片可

正常撥放。 

三年級 線上家長日很方便，或許以後也

可以比照👍🏻👍🏻 

輔導室：謝謝您的寶貴意見！

今年因疫情與連假的原因改為

晚上。本校學校日通常訂於開

學第二週的週六上午。學校日

以親師溝通對話為主，面對面

溝通比較有助於解決學習問

題。對未來會配合教育局新學

年度行事曆公布，盡早擬訂校

內各項重要活動行事並公告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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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 家長建議 校方回饋 

四年級 希望可以請已打過疫苗的志工媽

媽、志工爸爸們能早上在校門口

（上課時段），幫忙量體溫或者
帶小朋友進去，能讓幼稚園老

師，還有小學的老師能在教室專

心照料到校的學生！！謝謝 

學務/總務：後續依各單位需

求，以最精簡之人力開放已施

打疫苗之志工入校服務。 

四年級 謝謝學校提供的環境以及英語情

境，也希望可以加強提升學生國

語程度，謝謝 

教務處:學校藉由邀請教授入校

指導與教師進行評量設計增能

之實施，持續提升學生國語文
素養，並進行讀報教育與設置

閱讀牆等，提供學生多元的國

語文學習環境。 

四年級 盡量在週六。平日晚上要做晚餐

及帶孩子回家時間會影響。 

輔導室：謝謝您的寶貴意見！

今年因疫情與連假的原因改為

晚上。本校學校日通常訂於開
學第二週的週六上午。學校日

以親師溝通對話為主，面對面

溝通比較有助於解決學習問
題。對未來會配合教育局新學

年度行事曆公布，盡早擬訂校

內各項重要活動行事並公告
之。 

五年級 希望冷氣趕快換新的！！！ 總務處：部分老舊冷氣將於本
學期進行汰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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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級 家長建議 校方回饋 

五年級 學校日校長所提到由家長提供載

具手機到校的上學的計劃，原則

上身為家長我們是不反對的，因

為這世代的孩子所面臨的學習環
境也正要跟網路世代接軌，但因

為小學的孩子自主性的問題控制

能力並不好，希望能更具體有效
的控管孩子們使用的時間，因為

孩子目前的視力在近視的邊緣點

藥水矯正中。 

校長/教務處:感謝五年級兩個

班家長的支持，學校已經將

BYOD 計畫報局申請，並完成自

備載具的使用規範，希望能兼
顧學生自主學習與眼睛健康。 

五年級 1.因應未來可能再發生的居家授
課，希望學校能提前佈署，提出

一套完整措施與方案，提早讓家

長與孩童知悉與必要演練。 
2.承上，建議孩子可帶自己的線

上上課工具（筆電或平板），或

學校借予平板，讓學生與教師更
熟悉線上上課，檢核等方式與流

程。 

3.針對高年級學生的健康教育課
程，希望學校能更重視，而非目

前課程行禮如儀走完課程，同時

也能安排更合適老師予學生。 

教務處:遠距線上學習的演練以
兩周一次的方式持續進行中，

除了完成遠距學習平台 google 

classroom 課程的連結及建置線
上教學專區，也陸續運用校內

設備與學生自備載具進行上線

演練及遠距居家學習演練，希
望親師生都熟悉線上學習模

式。至於健康課程，會了解任

課老師對課程教學的規劃與實
施。 

五年級 建議，直播，錄視頻方式，播放

家長會。 

輔導室：謝謝您的寶貴意見！

今年因疫情與連假的原因改為

晚上。本校學校日通常訂於開
學第二週的週六上午。學校日

以親師溝通對話為主，面對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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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通比較有助於解決學習問

題。對未來會配合教育局新學
年度行事曆公布，盡早擬訂校

內各項重要活動行事並公告

之。 

年級 家長建議 校方回饋 

六年級 聽孩子說冷氣搖控器不見了，教
室溫度太舒適了，有催眠效果，

是否能添購呢？ 

總務處：將請導師提出更換申
請。 

六年級 建議提高網路流量 才不會卡卡。 教務處:學校已成立相關研究工

作小組，持續檢視校園網路的
運作與提供使用，並透過壓力

測試等實際了解校園網路供

需，並朝更高網路流量前進。 

六年級 以後可以線上學校日就好，方

便！ 
輔導室：謝謝您的寶貴意見！

今年因疫情與連假的原因改為

晚上。本校學校日通常訂於開

學第二週的週六上午。學校日

以親師溝通對話為主，面對面

溝通比較有助於解決學習問

題。對未來會配合教育局新學

年度行事曆公布，盡早擬訂校

內各項重要活動行事並公告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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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與鼓勵 

1 年級 謝謝老師都很用心的為孩子準備課程，哥哥每天回家我都有

問哥哥今天上課的內容和狀況，哥哥說他很喜歡去學校上

課。 

1 年級 老師都很用心，給予新生很多正面的鼓勵，讓他們更快適應

新的環境。 

周老師也很認真的幫助孩子，讓他更喜歡上學。 

1 年級 門口人力安排充足，新生第一次踏入校園也不惶恐。 

1 年級 很好，事後還有錄影跟紀錄單，很詳細。 

1 年級 在會談中，我們可以非常直接的感受到每位老師對教學的用

心和熱情，希望這樣的熱忱能持續下去，蓬萊的孩子們是幸

福的！ 

1 年級 說明清晰，準備用心 

1 年級 謝謝周老師的耐心教導…今年遇到疫情..對老師、新生、家

長都是考驗… 

1 年級 省去家長下班後到校時間可能來不及 

1 年級 謝謝老師，您們辛苦了。感謝您們 

1 年級 謝謝老師們的用心及教導，我們會全力配合 

1 年級 老師們很用心 

1 年級 解說詳細，感謝老師用心。 

1 年級 老師很好，鼓勵家長跟老師互動消除小一新生剛入學的緊張

感 

1 年級 老師很用心規劃學生在校生活及課堂上表現的奬懲制度,讓學

生可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,也可培養榮譽感. 

1 年級 老師講解仔細，對孩子的安排很用心。 

1 年級 感謝老師的細心與耐心。 

1 年級 謝謝學校用心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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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年級 幫助家長更加了解學校教師課程安排及該如何協助孩子獨立

成長 

1 年級 感謝蓬萊的強大團隊陣容，透過家長日了解級任和科任老師

的教學理念和教學內容，老師表達的很完整清楚,也能清楚回

答家長疑問,效果很不錯👍 

1 年級 導師教學非常認真，方法對孩子的行為規範很受用 

1 年級 非常肯定學校日的活動，可以讓家長們了解孩子們在校從事

的各項活動，著實令人安心，感謝學校校長及老師們的用

心。 

1 年級 在疫情下，用 Meet 軟體還是可以跟老師面對面溝通，了解老

師教學及方向，謝謝學校和老師的用心！ 

肯定與鼓勵 

1 年級 導師非常認真教導所有學生，也很有方法處理有問題的狀

況，很放心交給老師！謝謝。其他的任課老師也很用心教

學 ！ 

1 年級 感謝校長、老師們的付出，辛苦了！ 

1 年級 很感謝 各位老師的用心 由衷感恩  能就讀蓬萊國小 是我們

家小孩的福氣 

1 年級 老師的教導方向及內容都令人期待之後小朋友的成長 

1 年級 謝謝老師們耐心細心解說，並且幫忙一起解決問題。 

1 年級 老師們對孩子的教育方式都說明的相當清楚 

1 年級 因為疫情的限制，從收到入學通知開始當家長的就滿慌的，

有種無處諮詢也找不到合適的安親班，還好學校適時的釋出

相關入學資訊與導師的聯繫通知及解惑，而蓬萊的課後安排

也很完善，主任老師們透過網路傳遞的訊息及教育理念也很

清楚，很謝謝校方的用心，讓新手家長安心，也期許一起讓

孩子快樂學習。 

1 年級 老師們很認真、很用心。 



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

第一學期學校日活動意見回饋與回應 

日期：110.09.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問卷：372 份 

9 

 

1 年級 內容很有幫助，了解老師教育方式。 

1 年級 林老師很用心，謝謝老師 

1 年級 謝謝老師們用心的準備，詳細的回覆每一個問題，家長，學

校日成功。 

1 年級 老師要兼顧防疫及課業，謝謝您們，辛苦了 

1 年級 目前小孩適應的狀況良好，謝謝校長、班導老師及科任老師

的關心丶用心。 

1 年級 孩子目前上學都還蠻開心，適應良好，感謝讓她有好的學習

環境，我們也遇到了好老師，鄭老師積極也用心，期待疫情

盡快結束，孩子能盡情的在操場跑跳 

1 年級 視訊會議非常流暢，老師對於課程內容說明很清楚 

1 年級 老師講解很清楚 

肯定與鼓勵 

2 年級 線上說明與簡報清楚 

2 年級 王老師很用心地準備 ppt 還有教學影片，內容豐富，講解清

楚，會議時間控制得宜！ 

2 年級 有機會看到各位科任老師覺得滿開心的，但是這學期選填客

家語，就沒看到了。還是謝謝學校的規劃安排。 

2 年級 感謝老師照顧鈞宇，祝老師中秋佳節愉快 

2 年級 謝謝王老師用心安排的學習計劃，也感謝老師在學校生活上

的教導，讓孩子懂得團體生活的規範，很用心的觀察每個孩

子的特色，愛的教育給孩子很大的鼓勵，疫情之下還要顧防

疫，老師辛苦了！ 

2 年級 很謝謝師長們疫情期間應變孩子們數位學習。當日試了好多

次，筆電、平板、手機，用孩子帳號登入後，可以收 mail、

也能進 classroom，卻不能進 meet，故未能參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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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與鼓勵 

2 年級 老師教學認真仔細，有技巧的引導孩子學習，讓身為父母的我

們很放心，感謝老師 

2 年級 感謝廖老師的教導和照顧 

2 年級 廖老師說明非常清礎，真的非常用心。 

2 年級 謝謝廖老師清楚的說明各項作業並與家長分享孩子們在校的情

況。 

2 年級 廖老師對每個孩子的狀況瞭若指掌，非常關心每個孩子的學習

及家庭。而且在低年級開始訓練孩子逐漸建立一些基礎，例如

學習習慣、生活規範、自我衞生及禮貌尊重等等…。是蓬萊不

可多得的好老師！我們何其有幸讓孩子予廖老師之薰陶！ 

2 年級 教育是任重道遠的路，老師要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及眼睛才能

造福更多學子！有任何需要家長的協助，請不吝開口！昀翰若

有任何不好的習慣或態度，老師亦請放心管教！謝謝！ 

2 年級 謝謝廖老師很用心對待班上每一個孩子，能發現每個孩子的特

質，感謝的話說不盡！看著孩子從小一新鮮人到小二的小學

姊，這其中的成長，滿是感動。 

2 年級 導師與各科任老師的課程內容均有重點清楚講解，值得校方給

予高度肯定。 

2 年級 謝謝妳們的耐心與認真 

2 年級 感謝老師的耐心教導愛戴 

2 年級 感謝老師花兩個小時說明班級狀況 

2 年級 可以感受老師的認真用心 

2 年級 雖然二年級就換老師了，但是非常肯定新老師的用心！很棒 

2 年級 老師們講解的清楚明瞭，線上家長會體驗還不賴。 

2 年級 謝謝學校的用心 

2 年級 校方與老師都很用心 

2 年級 謝謝老師詳細的說明 
 



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 

第一學期學校日活動意見回饋與回應 

日期：110.09.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問卷：372 份 

11 

 

2 年級 謝謝簡老師疼愛班上小孩與詳細的說明 

2 年級 老師很用心為這學期的課程向家長說明 

2 年級 謝謝老師們辛苦的付出！ 

2 年級 感謝簡老師詳細解說及熱心家長們對 203 班的協助付出 

2 年級 這學期換了新任的班級導師，希望小孩能和簡老師相處融洽，

好好遵守老師的規定，在這後疫情時代，老師和孩子都辛苦

了。 

2 年級 謝謝老師提供學校日的錄影檔，讓分身乏術的家長也能知悉活

動的內容。 

2 年級 對學校及老師有進一步了解，很好 

2 年級 線上參加會議很方便，省去舟車勞頓，老師們提供的資訊也很

詳細 

2 年級 謝謝老師詳細說明 

2 年級 謝謝老師的用心，辛苦了 

2 年級 因為疫情老師們都辛苦了 

2 年級 謝謝學校與老師完善教學規劃 

2 年級 感謝老師們安排這次的線上家長會 

肯定與鼓勵 

3 年級 謝謝學校、校長，和各科任老師們用心配合線上會議！也謝謝

導師親切與大家互動😊讓家長們知曉新學期孩子們的學習目標

❤️ 辛苦美瑩老師主持，留校到這麼晚（看起來還在教室）。

感恩大家 

3 年級 謝謝老師！嫚玲很喜歡您喔！ 

3 年級 謝謝老師的用心和對孩子鼓勵 

3 年級 魏老師很快了解小孩，適性教學，很用心。謝謝老師~ 

3 年級 謝謝老師們用心的準備，詳細的回覆每一個問題，家長，學校

日成功。 

3 年級 謝謝老師跟家長辛苦的付出，疫情期間，大家加油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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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與鼓勵 

3 年級 線上學校日很方便，家長參與度也很高 

3 年級 郭老師整個學期學習重點都講朮的很清楚，讓我們知道小孩這

學期有哪些是必須要會，不只學術上還有品格和生活習慣養成 

3 年級 老師非常有心,將事情都做好做全。 

3 年級 由於疫情的關係學校還是能用線上的方式來舉行學校日非常感

謝 

3 年級 老師帶班非常細心，對於學生觀察入微，教學的方向明確有規

劃，也給家長十分受用可行的建議，謝謝老師的用心！ 

3 年級 謝謝老師提前準備許多資料，更能清楚溝通內容 

3 年級 郭老師非常用心，從暑假就先開始個別電訪，先了解小孩特性

及聆聽家長聲音，並把教室都佈置和清潔好，家長日時還很認

真的做了一份簡報，內容讓我們了解郭老師將如何帶領 302班

前進及對小朋友的期許，我覺得小孩在 302班很幸福，謝謝郭

老師，也謝謝助教林老師。 

3 年級 老師用心準備學校日資料，讓家長瞭解校務運作和孩子的學習

狀況，收穫良多！ 

3 年級 郭老師詳細說明班級狀況，也讓家長充分瞭解經營目標與教學

重點，很感謝老師的用心和指導! 

3 年級 郭老師 非常细心的关怀學生，開學時間不长，我們已经感受到

老師的尽心尽力 

3 年級 專業的老師們都很認真規劃設計課程，非常感謝！ 

3 年級 講解清楚，準備用心，謝謝各位辛苦的老師 

3 年級 很有效率完成班親會，比往常實體的感覺更清楚明暸 

3 年級 很棒的線上學校日 

3 年級 感謝學校的用心 

3 年級 謝謝校長親自視訊向我們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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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年級 歡迎老師來到新學校教課，小朋友也是第一次上三年級，希望

一起努力 

3 年級 周老師雖然初來乍到，但已教學二十年，所以學校日說明教學

理念與班級經營時，很沈穩與仔細！相信會越來得心應手的。 

3 年級 謝謝周家福老師，感受到周老師為辦理線上學校日的用心及努

力。 

肯定與鼓勵 

4 年級 謝謝老師的用心 

4 年級 謝謝王老師的細心照顧，也很幫忙，讓我們剛到這裡卻不感到

徬徨。 

4 年級 對於全校老師們在這段疫情期間的用心與教導，感到無比的敬

佩及感謝。 

4 年級 謝謝老師 

4 年級 這次的疫情肆虐，謝謝老師們、校長的，層層把關，保護整個

校園大家庭。 

4 年級 家長們都很熱心 

4 年級 簡潔清楚 

4 年級 謝謝老師用心 

4 年級 辛苦各位老師了！ 

4 年級 線上辦理不錯 

4 年級 老師認真負責，學校課程規劃讓家長安心 

4 年級 謝謝老師的教導 

肯定與鼓勵 

5 年級 很感謝林老師這麼用心的準備學校日、也很喜歡林老師對同學

未來的期許跟規劃、希望杰橙在老師的班級裏能夠真正成為一

個有禮貌、有責任、學習態度正確的學生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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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年級 充份感受到老師們的用心與愛心。感謝萬分 

5 年級 謝謝老師的辛苦與用心 

5 年級 校長分享的實驗課程專案非常棒，大力支持。 

5 年級 感謝老師們都很用心的準備教學的內容提供給家長了解 

5 年級  

校長跟老師都非常用心，希望智學實驗教育可以順利進行。 

5 年級 老師講得很清楚 

5 年級 孩子這學期很幸運可以讓林湘琪老師帶。 

5 年級 感謝老師和學校的用心，可以感受的大家對孩子的愛，非常感

動 

5 年級 很期待林老師的教學，我會全力配合老師🥰 

5 年級 學校老師們都辛苦了，蓬萊真棒！ 

5 年級 導師說明各事項很清楚與細心 

5 年級 線上座談會的活動蠻好的，謝謝 

5 年級 硬體設備越來越好～ 

導師也很棒，讓我們家長很放心交給老師教導 

5 年級 感謝老師對學生的用心 

5 年級 其實從孩子每天放學回家的表現，就知道身為一個愛惜學生的

老師的孩子有多幸福開心～ 

5 年級 感謝老師們的付出與說明，辛苦了！ 

5 年級 線上學校日極好，如未來會議或座談能改為線上，或同步直

播，對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應該更有幫助。 

5 年級 感謝學校老師們的協助與家長的良好溝通與協調。 

5 年級 謝謝老師非常詳細的說明教學理念及目標，辛苦了 

5 年級 疫情期間，仍辛苦辦理說明會，謝謝。 

5 年級 蔡老師細心講解教學理念與學習方針，非常感謝老師的用心。 

肯定與鼓勵 

6 年級 安排的流程順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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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年級 感謝老師們的辛苦教導 

6 年級 王老師是個專業細心，溫暖的老師，讓孩子在求學過程總能快

樂學習，並達成既訂目標，感謝蓬萊有如此好的老師 

6 年級 老師很用心，家長很幸運 

6 年級 老師用心製作學校日資料，讓家長了解學校的日程和孩子的學

習狀況，收穫良多！ 

6 年級 感謝老師對孩子芝伶的用心教導，感恩！ 

6 年級 老師們在補課的週六夜晚，還要留在學校準備學校日真的是很

辛苦！說明詳細且清楚。 

6 年級 線上做的很好 

6 年級 班級事務安排及老師詳細的解說很棒 

6 年級 謝謝老師您的用心 

6 年級 感謝老師們的詳細解說 

6 年級 我在疫情期間體會到了老師的辛苦，這學期還是要再麻煩老師

了。謝謝 

6 年級 感謝學校安排線上家長會 

6 年級 謝謝老師的用心教導 

6 年級 整體很流暢 

6 年級 感謝學校及老師的用心。 

6 年級 感謝老師跟家長的辛苦付出，疫情期間，大家加油！ 

 


